
照會部門 戲劇
照會單位 客服與反應事項 處理方式

觀看先生娘第20集2022-03-14 ，劇中05:30時，很

喜歡曹太太身上所穿著的淺綠色洋裝，想詢問何處

可以購買?希望可以買到在兒子喜宴上穿上。

詢問戲劇創作二部同仁回覆:是劇組服裝師自己準備

，非一般服裝店販售商品

詢問大愛劇場"先生娘"的播出期間 2022/2/15-3/28

覺得"先生娘"好看 感恩分享

詢問有關今天晚上播出的先生娘第14集裡面（約

18:56）的場景，影片截圖這裡是哪裡？覺得好美，

像畫一樣，想去這裡走走，謝謝

拍攝場景的地點在: 這齣戲演員的梳化就借在7-

11(嘉義縣水上鄉內溪村中義路992號)，那條路就在

附近的河堤旁，請到7-11問一下就會找到的

偶然看到大愛劇場(先生娘) 很喜歡如此多元文化的

內容，劇中有國語，台語還有日文，可以欣賞到多

種不同的語文之美融合在一起，希望以後可以常常

在大愛台看到更多不同的多元文化。

感恩提供意見

大愛電視製作許多深具教育意義的電視劇 ，為社會

帶來許多的正面力量。 因從事教育工作， 現又擔任

春暉社團的指導教師 ，看見線上電影院所播放的破

浪而出 、望月、 舞出寂靜等影片發人深省，懇請貴

單位同意我在春暉社團活動時播放以上三部影片，

希望藉此引導學生迎向正向且充滿愛的人生 。感恩

~

(備註:對象為高職生，在教室播放，共一班 ，人數

20人，每週播放一部，每部只播放一次。非常感謝

貴單位的協助~)

轉請法務同仁處理後回覆:請提供相關資訊，受眾對

象、播放確切時間、播放正確地點和播放途徑（線

上或下載？） 。

建議大愛劇場已經有翻譯英文字幕的戲，加上"英文

字幕"的標示或附註，可以介紹給外國朋友觀看

感恩提供意見，轉請相關單位參考

覺得以前"大愛會客室"訪談真實人物的內容很好看 感恩提供意見，轉請相關單位參考

請轉大愛劇場相關部門*感恩!

@youtube(OTT平台大軍壓境 華劇力拚國際市場求

生存! 先天劣勢"市場小.預算低" 只能滿足台灣觀眾

帶您探討先天劣勢下 華劇如何出頭天│記者 華舜嘉

鄭偉宏 │【新聞深一】)

@youtube( [Come and Hug Me]이리와 안아줘

ep.07,08Han-Bee tears in Da-reum and

promises "Do not die, absolutely")

@另外*在google上*韓國電視台和大愛台介紹不一

樣*大愛台會在浮標上寫出真實人物等*我會比較想

知道*劇情是不是我想想先看的內容*差別很大*他們

還有別的網站會有分級劇情簡介在google上可查詢

感恩分享，請相關單位參考，關於大愛劇場的內容

介紹，請參考官網相關資料:

http://www.daai.tv/drama/current

大愛劇場是闔家觀賞的普級內容；分享2008年播出

的大愛劇場「伊如陽光」:來自臺灣、多才多藝、正

向樂觀的女孩陳伊瑩，在美國遇見來自瑞典的物理

學家歐友涵，這對跨國佳偶，在伊瑩父母陳寬博與

李憶慧的祝福下，攜手譜出不凡的人生。李憶慧雖

然對伊瑩的離世有諸多不捨，但用正面心態取代悲

傷，為女兒寫下「生命之歌」，把母女36年的緣分

化為生生世世。主演：謝沛恩、賀少俠、李之勤、

沈孟生、張柏謙、榮忠豪、陳淑芳、曾晴、陶傳

正、蘇炳憲、官家宇、陳家逵

http://www.daai.tv/drama/prog/P1757

最近沒有看到大愛會客室，是不是已經停播了？很

喜歡之前真實人物在節目中現身說法的方式,希望能

恢復播出

今年度因為節目型態改變，大愛劇場新戲開播會有

前導特輯「戲說真人生」，介紹幕前幕後的甘苦酸

甜，歡迎收看並請繼續支持

詢問大愛劇場播出時段 首播:週一至週五20:00，重播:週一至週五23:00、

03:00、12:30、16:00

詢問"觀音對我笑"的真實人物姓名 謝來文師兄

詢問大愛劇場的劇名:簡春梅師姊的故事 確認劇名為:日出(2001年)

詢問大愛劇場何時播出簡守信院長的故事 尚未收到播出訊息

詢問下一檔播出內容 3/29介紹新戲，播出:戲說真人生，3/30播出:"隨風

隨緣":陳滿師姊的故事

找不到大愛劇「草山春暉」是否颱風淹水損壞了?  關於以前播過的戲劇影片，目前是在電視上檔重播

後，才會上傳官網和YouTube，「草山春暉」確認

沒有上傳網路，有所不便之處，敬請見諒

請問，陳阿桃師姐的故事有大愛劇嗎?名稱是? 大愛劇場:阿桃 (2005/12播出)

欲在大愛劇場臉書粉絲頁留言，但是無法留言 訊息轉請戲劇部同仁協助處理

慈濟大愛電視臺客服日誌2022-03-01 ~ 2022-03-31

大愛劇場



大愛迷你劇場 詢問「仙女不下凡」星期六中午和晚上播出時間 星期六13:33/14:30重播，20:00/21:00首播

覺得"大姊當家"內容有深度，很好看 感恩分享

視障朋友來電:「大姊當家」的主題曲很好聽，喜歡

看這齣戲，可以聽到中文配音

感恩分享

詢問播出時段 週一至週五首播02:30，重播:08:00、11:00、

14:30、21:00

看到日劇的戰爭畫面，擔心對兩岸和平的影響 感恩分享，轉請相關單位參考

請問 【我變笨了，請多多指教】影片，是否可以安

排再重播一次，感恩!

感恩支持與愛護，轉請相關單位參考

3月6日播出的大愛影展(人生最棒的禮物)非常好看

，值得推薦給親朋好友，希望很快有機會再次重新

播出。

感恩支持與愛護，轉請相關單位參考

大愛之友建議 可以播出佛教相關紀錄片和佛教影展 感恩支持與愛護，轉請相關單位參考

「佐賀的超級阿嬤」很好看，是否有第2集 確認只有1集，歡迎繼續收看，大愛影展播出時間:

週日13:33，20:00

大愛之友分享，大愛影展很適合周末假期，闔家老

少一起觀賞，良善的內容適合跟家人一起討論分享

，也適合一般普羅大眾收看，是一種假日家庭劇院

的概念，非常喜歡這樣的安排

感恩分享

詢問「我變笨了 請多多指教」重播時段 3/20(日)中午1:33首播; 晚上8:00重播

照會部門 節目製作群
照會單位 客服與反應事項 處理方式

證嚴法師說故事 我朋友是中國傣族人,因為聽了大愛電視在TY上”證

嚴法師說故事”影片,想要推廣給他們那邊傣族的長

者

但因為那些長者只聽得懂傣族話,故他想自行翻譯或

找傣族團體翻譯影片作為推廣(不作營利用)

不知是否大愛電視或是證嚴法師可否可多授權讓他

們自行翻譯並利用該翻譯後的影片在(傣語學堂)播放

推廣?

轉請相關單位處理

您好:  無法搜尋到《靜美好》的影片,請協助,感恩您

https://www.youtube.com/channel/UCZN_61Ba

XwNsTSB7CmKKGwg/featured

關於大愛YouTube「靜美好」頻道，因播出方式進

行變動研議中，故暫停播送。喜歡「靜美好」節目

之觀眾朋友，仍可由大愛電視頻道繼續收看:

大愛一臺 臺灣直播 https://youtu.be/oV_i3Hsl_zg

週一到週五首播10:00，重播22:30，01:30

週六、週日重播10:00，22:30

大愛二臺 臺灣直播

https://youtu.be/OKvWtVoDR8I

週一到週日首播15:15，重播23:45，03:45

靜美好節目太好看了，蔣勳老師解析藝術精闢獨到

，非常想要分享給海外的朋友，希望可以發行販

售。

感恩分享及建議

台中環保志工來電建議 ，白天做環保無法觀看靜思

妙蓮華播出，目前晚上播出的時間延後，時間太晚

了，不便收看，建議可以提早到20點或20點半

感恩提供意見，轉請相關單位參考

靜思妙蓮華 節目播出時間 週一到週五 首播05:30 /08:45/15:00/21:30

1.蔬果生活誌自今年開始無法直接從YOUTUBE網站

搜尋當天內容?

2.2/25介紹的餐廳已暂停營業,家人喜歡看節目前往

餐廳用餐,若要推廣蔬食請推薦營業中的餐廳

目前蔬果生活誌為重播節目,建議參考大愛電視網站

https://www.daai.tv/program/P1228/P12280398

,可獲得當日播出資料;餐廳方面製作單位選擇播出集

數時會預先查詢確認,但偶有疏漏敬請見諒

詢問3/9【蔬果生活誌】食譜作法:義大利泡菜

(20180531- 綠能飲食預防醫學)

食材:紅蘿蔔、杏鮑菇、西洋芹、玉米筍、黑木耳

調味料:  奧勒岡、巴西里、芥末粉、鹽、糖；蘋果

醋、白醋、橄欖油、檸檬汁

作法

1. 所有食材切成長條狀備用

2. 依照食材不同屬性各別汆燙，燙熟後瀝乾放涼

3. 製作醃漬醬汁，將所有粉狀調味料拌勻，再倒入

液態調味料， 同時加入礦泉水或冷開水

4. 取一熱水燙過、擦乾的密封玻璃罐，將五種食材

混合放入，再倒入調味醬汁，密封後放入冰箱冷藏

，隔夜入味即可食用

美善劇場

大愛影展

靜美好

靜思妙蓮華

蔬果生活誌



20220311蔬果生活誌(20180621)節目中介紹雨來

菇農場與素鵝肝醬

沁園雨來菇生態農場 丁采綸0932-351571

素鵝肝醬為屏科大食品科學系研發產品,未有販賣

詢問【蔬果生活誌】3/16早上7點半介紹在台中新

社的民宿

新社山沐斯達民宿:台中市新社區崑山里崑南街29-7

號，04-23011911 (20180628 - 品味蔬活旅宿)

20220316蔬果生活誌(鄉青的無添加美味

20180629)麥芽糖商店

山鼎人柴燒手工麥芽，557南投縣竹山鎮頂林路451

號 電話: 0919 953 503

20220330蔬果生活誌(20180817七彩冰紛的家鄉

味)手工饅頭店

包旺來手工饅頭，646雲林縣古坑鄉棋山路23鄰57

號 ，電話0972 777 826

詢問3/8【蔬果生活誌】食譜作法:洛神漬番茄

(20180525 - 博士的中草藥天地)

作法:1.將水/白醋/砂糖，以2:1:1比例煮沸

2.砂糖融化後將洛神花放入攪拌即可放涼

3.番茄底部輕劃十字，放入滾水十秒撈起，放入冰

水去皮

4..將去皮番茄倒入冷卻的洛神醬汁，拌均後放冰箱

一晚即可

20220314蔬果生活誌(20180622 - 活力黃豆變變

變)的受訪餐廳

上善豆家 DeliSoys台北市大安區復興南路一段107

巷16號 02 2731 6991

3月4日播出蔬果生活誌 20180518鳳梨酵素商店 一尾青龍鳳梨酵素，電話0927223392

詢問大愛一臺3/7蔬果生活誌:受訪餐廳 (20180524 -

火炎山下金麥奇蹟)

◎灣麗手工窯烤披薩037-741045

◎綠帶全植物烘培02-2747-7668

20220318蔬果生活誌(小小工作室與蔬食共舞

20180706)純素蛋糕店

Veganday Cuisine台中市西區大忠南街91號, 04-

23769098

1.詢問3/1蔬果生活誌:製作綠茶麵的製麵廠

2.詢問2/22蔬果生活誌:受訪者在大愛臺看到證嚴上

人講的4句話是什麼內容，因而當下決定茹素

1.大呷麵本家:台中市大甲區重義二路153號，04-

2686-2239  (20180503 - 「麵」對真相)

2."血肉淋漓味足珍，一般痛苦怨難伸，處心設地捫

心想，誰願將刀割自身" ，(20180412 - 放眼國際小

小素主廚)

熱青年 建議以年輕人為拍攝對象的節目可以多一些 感恩提供意見，轉請相關單位參考

喜愛收看高僧傳跟高僧行誼，在使用SONY6吋手機

觀看時，直式收看的狀態下 ，畫面字幕無法完整呈

現，而橫式觀看時則無礙，想了解為何會不同?

轉請資訊工程部處理後回覆:因為SONY手機長寬比

例特別瘦長，影片是經由瀏覽器處理，無法設定，

我們只能控制畫面大小。

詢問下一檔高僧傳的播出內容 3/28-4/22播出「弘一法師」，孫翠鳳藝文工作室

演繹

喜愛收看草根菩提，希望可以維持整點的時間播出

，因為節目是30分鐘，建議可以放整點或整點半的

時間。

感恩提供意見，轉請相關單位參考

草根菩提-368出去走走(236)20160129介紹的柳丁

園資料

網路協助查詢:風吻柳丁觀光果園0911 986 039雲林

縣斗南鎮永光路5-1號

唐朝小栗子 感謝大愛電視台製作品德卡通唐朝小栗子，每集都

富有教育人心端正的教育，卡通內容結合靜思語及

論語等品德生活教育。小栗子的書單、介紹詩經書

籍。越急越慢的單元，華大夫採藥去的中藥草保健

教育，神農本草經等都是六藝等有的技能。

現今3C產品令幼兒眼睛弱視，學習力不專心、家庭

教育失去功能，社會風氣惡化，造成許多社會問題

，更形成老人化後繼無人的社會現況。

因為社會風氣令人心感到失去安全感，對許多事情

多很徬徨無助、對人懷疑、不信任的社會風氣才無

法安定人心。

但觀看唐朝小栗子300多集的靜思語教學，深深感

觸到製作團隊的用心良苦、學識淵博、憂心忡忡的

替兒通蒙正教育投入許多的心力。

期盼能再觀看到唐朝小栗子，透過衛星網路弘揚慈

濟一條龍品德學校、自幼兒園、國小、國中、高

中、慈濟醫學院、慈濟技術學院的卡通詮釋，讓全

世界能認識慈濟品德一條龍教學。

更盼望能觀看到唐朝小栗子續集能將經、史、子、

集、四庫薈要、朱子治家格言、詩經透過卡通拍攝

讓兒童自幼兒期就能學習四書五經。兒童自小讀經

能正思維、養正人生觀，培養更多佛教人才。非常

感謝唐朝小栗子卡通製作團隊，感謝大愛電視台!

感恩提供意見，轉請相關單位參考

唐朝小栗子 唐朝小栗子首播，播出時間 每周一至周五 早上10:15到10:30

蔬果生活誌

高僧傳

草根菩提



家長3/28希望確認小小特派員的報名日期：即日起

至 2022 年 4 月 5 日。點進去報名時看到:報名已截

止

製作單位表示:已經在處理系統問題，敬請見諒，確

定還可以報名，請家長晚一點再上網

https://form.daai.info/correspondent/(3/28

16:05確認已經可以正常報名)

家長詢問:關於小小特派員的報名活動，升小學一年

級是否可以報名

徵選對象:110 學年度小學一至六年級學生。

幸福聯絡簿 請問有機會看到2009年的「電視好好玩」檔案嗎？

或是有哪個網站可以看到呢？謝謝！這裡在09年有

與同學出演過，謝謝您

2022/3/22 (週二)  01:49

--那年是到「淡水的純德小學」進行拍攝微電影的

2022/3/23 (週三) 14:47

--沒記錯應該是6、7月的節目

2022/3/23 (週三) 14:48

 -- 2009/7/23 直播18:00

2022/3/23 (週三) 16:18

2022/3/23 (週三)14:51

因為片庫搜尋不到”2009年「電視好好玩」”的節

目，建議請先確認節目名稱，請參考附件檔案的

2009年節目表，或請提供中文姓名以便查詢相關資

料。

2022/3/23 (週三)17:08

此集節目為2009/7/23「幸福聯絡簿 - 好好看電

視」(第68集)，確認沒有上傳網站。

地球證詞導讀 希望有機會繼續製作播出"地球證詞導讀"，"地球證

詞"很有水準，可以看到國內專家訪談相關議題，覺

得停播很可惜

感恩提供意見，轉請相關單位參考

地球證詞導讀 youtube(【地球證詞導讀】20191031 - 醫學革命 -

腸道菌群)*好像所有的地球證詞節目都沒有英文字

幕,right?我不太有時間重新找，可否若有完成英文

字幕者，email給我並連結，感恩!

關於有英文字幕的節目內容，請參考以下網頁:

Tzu Chi Culture and Communication Foundation

https://www.youtube.com/channel/UCi-spPgs-

C5HJMsAHyG60aw

地球證詞 喜愛收看地球證詞紀錄片， 會追蹤臉書(地球證詞-

精選世界紀錄片)希望可以提前公布每個月的節目表

，好方便推薦給親友準時收看

感恩收看 ，轉請相關單位參考

昨晚播出的人間菩提,有句話提到"有權力的人",力字

誤植為利,今早收看重播時已更正,給大愛台一個讚

感恩支持鼓勵

人間菩提的片頭音樂非常悅耳，想問是何出處?想購

買。

風潮音樂02-22185881 CD名稱:樂之法喜-參(慈

悲。智慧)第一首:曲目(自如)

看了3/8節目內容  (一種說法【黃俊傑】|《論語》全

球化的挑戰)，建議製作歷史古人對武器使用的看法

，希望世人珍惜和平，避免重蹈覆轍彼此傷害

感恩提供意見，轉請相關單位參考

詢問"一種說法"節目:黃老師的姓名，覺得黃老師說

得很有內容

確認是黃俊傑老師(【黃俊傑】覺悟與實踐2022-03-

16)

請問3/12晚上10點播出的節目中,畫面中出現的獎牌

是甚麼獎項

節目為【志為人醫守護愛】20210925 - 杏林的修

練,1分11秒處是呂秉勳醫師獲頒博士畢業證書畫面

詢問3/12大愛1台22:00呂秉勳中醫師的影片，在

YouTube 沒找到

此集内容請參考以下官網影片：杏林的修練

http://www.daai.tv/program/P1579/P15790115?

more=true

http://www.daai.tv/channel/1/20220312

自己的高中同學在上週六看到醫學節目有癌症病患

分享，覺得很像是同班同學，希望能聯繫受訪者

建議請依照周六觀看時間，到官網確認影片受訪者

是否為同

學:http://www.daai.tv/channel/1/20220319，或

請參考2022-03-19志為人醫守護愛 - 共舞

(20211016 - 共

舞)http://www.daai.tv/program/P1579/P157901

18，確認以後再提供學校與個人聯絡電話，請製作

單位轉達受訪者

志為人醫守護愛20210925介紹，呂秉勳中醫師 ，

欲要詢問門診服務

中醫呂秉勳請洽詢，台北慈濟醫院，門診諮詢服務

專線02-66289779

分機 2236

孩子看世界

人間菩提

一種說法

志為人醫守護愛



照會部門 新聞
照會單位 客服與反應事項 處理方式

國際新聞部 看了近日戰爭的新聞，建議報導國與國之間引起戰

爭的原因，如何可以避免戰爭，避免互相挑釁而擦

槍走火，別讓黎民百姓受苦

感恩分享與提供意見

建議報導近日的空污問題 感恩提供意見，請相關單位參考每週彙整客服記錄;

請參考3/16新聞:祝融四起火煙沖天 桃園空品大受影

響http://www.daai.tv/news/life/541703

陳媽媽來電想要確認3月9日台中PaGamo，因為小

孩有參加活動，想知道新聞有沒有報導。

跟新聞部確認後回覆，無相關報導

詢問醫療新聞的受訪者的病症，以及診治的受訪醫

師

交感型頸椎病:因頸椎退化，引發交感神經症；大林

慈濟醫院簡瑞騰副院長 (頸椎退化頭痛肩痠 人醫妙

手除頑疾 2022/03/01 19:29:55)

https://daaimobile.com/news/621e03b398e7b1

00075291b5

如何匯款捐款給烏克蘭 轉慈善財務室#5804處理，或請參考捐款連結：

https://reurl.cc/VjleY6

專案字號：衛部救字第1101364472號 ，慈濟援助

烏克蘭難民網站：https://reurl.cc/9OaypV

詢問新聞中，中醫治療洗腎病患搔養問題的詳細內

容

腎功能不佳 中醫治療尿毒症2021-12-13 播出，請

上大愛電視官網收看

高雄市民詢問:何時恢復供電 回覆相關報導:截至中午，高雄市已有82萬戶恢復供

電，仍有104萬戶處於停電狀態。台電表示，南部

中午開始陸續恢復供電。

全球視野 忠實觀眾詢問:主播在3/21節目片尾提到日後可以在

YouTube觀看，詢問如何觀看

每日精選5則國際新聞，上傳 Youtube 頻道：全球

視野 by 大愛新聞

https://www.youtube.com/channel/UCi0Ca2skXi

6SSep9jsCnbwA (建議請在YouTube搜尋"大愛全

球視 野")

建議要增加宣導和平報導，不應戰爭，因兩岸一家 轉請相關單位參考

2013年的新聞受訪者表示:希望影片可以從網路上移

除，不想被人找到影像，已造成困擾

(https://www.daai.tv/news/208312)

轉請新聞內容報導中心處理後，確認此則新聞影片

已經下架

照會部門 其他
照會單位 客服與反應事項 處理方式

新聞製作部

大愛夜安新聞

大愛午安新聞



中華電信MOD大愛電視在3/11晚上9點15分24秒左

右，

聲音有異常(短暫的消失不見又馬上回來的現象)，

目前3/14用MOD的「回看」仍可以看到此異常情況

，

但是3/11我下午2點半用大愛youtube直播看同節目

時完全卻沒有此聲音異常現象，

表示大愛源頭的影片應該沒有問題；

我今天早上已與MOD機房處理訊號端的蔡主管詢問

過此問題 ，

蔡主管說他用回看確實有看到3/11晚上9點與3/11

下午2點聲音也有此現象，

但MOD機房蔡主管不確定大愛電視本身源頭的影片

是不是就有此聲音異常的問題，

能不能請大愛機房主管將源頭的影片拿出來和中華

電信機房蔡主管討論一下，

因為大愛電視在中華電信MOD的回看是有時效性的

，

可能今天下午稍晚3/11的節目就沒有辦法看到回看

，

能不能請大愛機房的主管「現在」先趕快與中華電

信機房蔡主管聯絡討論呢?

趁現在3/11的節目在MOD還可以看到回看的時候，

謝謝

感恩支持與愛護，轉請訊號中心聯繫處理後回覆: 確

認臺內側錄監看的訊號正常，中華電信MOD回覆:

覺得像是轉場沒有聲音。因為訊號傳輸途中的干擾

因素有很多可能性，有所不便之處，敬請見諒。若

有其他建議，敬請不吝指教。

可否將以下先加上英文字幕，以利國際分享，感恩!

1)印順導師傳動畫電影

2)印順導師傳1到8集，尤其是youtube(【地球證詞

導讀】20160513 - 印順導師傳(1)~(8))清德法師的

解說，用經典說服大眾(佛在人間) 。

3)大愛劇場(在愛之外)和大愛會客室(在愛之外) ，解

決少子化問題、提高結婚率、降低離婚率。

4)大愛劇場的歌曲

1) 印順導師傳動畫電影

 -- 確認是靜思人文已經發行的出版品，請參考DVD

英文字幕

2) 印順導師傳1到8集，尤其是youtube(【地球證詞

導讀】20160513 - 印順導師傳(1)~(8))清德法師的

解說，用經典說服大眾(佛在人間) 。

-- 轉請主管單位參考。

3) 大愛劇場(在愛之外)和大愛會客室(在愛之外) ，

解決少子化問題、提高結婚率、降低離婚率。

-- 轉請主管單位參考。

 4) 大愛劇場的歌曲

--法務同仁表示:關於歌曲的翻譯使用，需要依據合

約內容的約定，要看每一首歌曲的原始授權。

請問 大愛電視OTT

1. google play商店裡的大愛電視app，是否適用於

Android TV下載使用？

2. 除了從youtube收看外，還可以使用什麼方式，

從Android TV或透過電視盒收看大愛電視呢？

轉請資訊工程部處理後回覆 :

1.  是的，可以安裝於 Android TV 的電視盒使用。

但是需要先下載 App ，然後在 Android TV 的電視

盒，手動安裝 App。 下載 App 可以用瀏覽器，瀏

覽 https://m.daai.tv 下載。

2.  一般的 Android 電視盒，或是 Android TV 的電

視盒，都可以安裝大愛電視 App 來觀看！

安裝過程，大致可以分兩種狀況：

a. Google Play 內有大愛電視 App ， 透過 Google

Play 下載，自動安裝。

b. Google Play 內沒有大愛電視 App ，  透過

https://m.daai.tv 下載，手動安裝。

詢問葉樹姍主播目前是否有主持節目 大愛網路電台:用心深呼吸(中廣FM103.3週六07:00-

08:00)

youtube ( 人間有愛 英文版 Love In The World)

請教一件事:可以用這樣的方式推薦給國外的朋友或

網紅嗎*這樣叫做超連結嗎*什麼是超連結*B95可以

在書面上教一下步驟嗎*感恩

轉請法務同仁處理後回覆：將您想要分享的網頁，

複製它的網址，貼到您要分享的平台，會出現可以

點擊的連結狀態，讓看到它的人能點它連回原始網

址就不會有侵害著作權的問題了。

文藻外語大學翻譯系詢問翻譯影片授權事宜: 因籌備

明年的畢業成果展，主題是影視翻譯，近期在

Youtube上看到貴公司出版的兩部影片感興趣：

《破浪而出》以及《天使的身影》，因此想要詢問

是否同意將此兩部影片授權翻譯

轉請法務同仁聯繫處理

收視

版權相關



高雄女子監獄個管師詢問:如何申請大愛劇場《阿良

的歸白人生》的反毒影片

拓展部回覆:大愛電視剪輯製作90分鐘反毒宣教版，

由慈濟慈善志業基金會於2022年3月26日捐贈法務

部、教育部、衛福部等政府機關使用，有宣教需求

的單位，請逕與貴主管部門申請（或電0966-

346080陳小姐）

其他 "感觉精神压力好大，尽管自己已经茹素学佛法吃抗

抑郁症药做心理咨询这么久了"

分享以下人生故事:【草根菩提】20211025 - 素心

塑心 - 陳素心

http://www.daai.tv/program/P0181/P01814363?

p=4

【草根菩提】20211028 - 有喜作伴 - 楊喜靜

http://www.daai.tv/program/P0181/P01814366?

p=4

姊妹 (慈濟月刊 / 第658期)

https://web.tzuchiculture.org.tw/?book=658&m

p=10080#.Yi_5vdVBypo

版權相關


